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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以SBA-15/TiO2为载体的

脱硝催化剂及其制备方法，该催化剂包括如下组

分：SBA-15分子筛36～85wt％、TiO210～40wt％、

V2O50.1～1wt％、活性助剂1～10wt％、玻璃纤维

1～8wt％以及成型助剂0.5～5wt％；其制备方法

包括将钛盐溶液和电解质溶液混合后，向其中加

入骨架含稀土金属的SBA-15分子筛浸渍，经过一

系列反应后，制得SBA-15/TiO2载体，将该载体与

偏钒酸铵活性助剂、玻璃纤维以及成型助剂混

合，制得该脱硝催化剂。优点为本发明制得的脱

硝催化剂的比表面积大、水热稳定性强、活性温

度窗口宽以及脱硝效率高；同时，本发明的制备

方法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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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以SBA-15/TiO2为载体的脱硝催化剂，其特征在于按质量分数包括如下组分：

SBA-15分子筛45～80wt％、TiO2  15～35wt％、V2O50.1～1wt％、活性助剂1～10wt％、玻璃纤

维1～8wt％以及成型助剂0.5～5wt％，所述SBA-15分子筛骨架中包含0.01～10wt％稀土金

属；

该脱硝催化剂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1)采用水热合成法制得骨架含稀土金属0.01～10wt％的SBA-15分子筛；

(2)按质量分数称量TiO2的前驱体钛盐溶液以及上述制得的分子筛，将钛盐溶液和电解

质溶液混合后，向其中加入分子筛浸渍，陈化8～20h后，将混合液转移至水热釜中，再在160

～220℃条件下反应4～8h，经过滤、洗涤、干燥、焙烧后，即制得SBA-15/TiO2载体，其中，TiO2

均匀分散在SBA-15分子筛孔道内部；

(3)按质量百分数称量V2O5的前驱体偏钒酸铵、活性助剂前驱体、玻璃纤维以及成型助

剂，将偏钒酸铵配制成溶液与活性助剂前驱体水溶液混匀后，加入上述制得的载体，浸渍，

制得脱硝催化剂浆料，将该浆料与玻璃纤维以及成型助剂混匀，经干燥，焙烧后，即制得以

SBA-15/TiO2为载体的脱硝催化剂。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以SBA-15/TiO2为载体的脱硝催化剂，其特征在于：所述SBA-15

分子筛骨架中包含0.1～5wt％稀土金属。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以SBA-15/TiO2为载体的脱硝催化剂，其特征在于：所述稀土金

属至少包含La、Ce、Pr、Nd、Pm、Sm、Sc或Y中的一种。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以SBA-15/TiO2为载体的脱硝催化剂，其特征在于：所述活性助

剂为WO3、MoO3、Cr2O3、MnO2或SnO2中的一种或几种。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以SBA-15/TiO2为载体的脱硝催化剂，其特征在于：所述成型助

剂为聚乙烯醇、羧甲基纤维素或羟丙基纤维素中的一种或几种。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以SBA-15/TiO2为载体的脱硝催化剂，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

所述钛盐为硫酸钛、硫酸氧钛或四氯化钛，电解质为氯化钠或氟化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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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以SBA-15/TiO2为载体的脱硝催化剂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催化剂领域，尤其涉及一种以SBA-15/TiO2为载体的脱硝催化剂及其

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我国燃煤电厂所排放的烟气中含有大量的NOx，是大气的主要污染物之一。近年

来，随着环保呼声的不断提高，采用有效手段控制烟气中NOx的排放成为了环保行业的研究

热点，选择性催化还原(SCR)技术以其脱硝效率高、占地面积小、运行可靠等优点，成为应用

最为广泛的NOx排放控制技术。

[0003] 现有的SCR脱硝催化剂中，以V2O5为活性组分，TiO2为载体的钒钛系脱硝催化剂工

业应用程度最高。现已有众多的钒钛系脱硝催化剂的制备方法及脱硝工艺在本领域公开，

如记载在申请号或者专利号为CN101829560B、  CN103240078B、CN101791518B、CN102989484

等发明中。而在我国燃煤电厂的实际工况中，由于烟气成分复杂、温度变化大、对脱硝催化

剂的活性、热稳定性以及寿命都有着较高的要求，同时，又由于传统的锐钛矿型TiO2载体存

在比表面积较小、传质效率较低以及在高温的烟气环境中容易烧结，转化成为金红石相等

缺点，因此，对TiO2的进一步改进，以制备脱硝效率更高、稳定性更好的脱硝催化剂成为热

潮，其中，以氧化物、分子筛等材料与TiO2组成的复合载体，是一种有效地改进TiO2物理化学

性质的方法，而目前在SCR脱硝领域，对复合载体的研究和应用也逐渐深入。

[0004] 在公开号为CN101185886A，名称为“一种SCR脱硝催化剂及其制备方法”的发明申

请中公开了一种将制备的Al2O3-SiO2-TiO2复合溶胶，陈化后，将堇青石蜂窝陶瓷浸渍在溶

胶中，经干燥、焙烧后，再负载活性组分制得的脱硝催化剂。

[0005] 在公开号为CN101961656A，名称为“一种高温烟气SCR脱硝催化剂及其制备方法和

应用”的发明申请中公开了一种以负载有TiO2-SiO2涂层的堇青石蜂窝陶瓷为载体，负载

V2O5、WO3等活性组分所制得的脱硝催化剂。

[0006] 在公开号为CN103894185A，名称为“一种以TiO2-ZnO复合载体的SCR脱硝催化剂的

制备方法”的发明申请中公开了一种将钛盐、锌盐、锰盐及铈盐分别加入到蒸馏水中，混合，

用双氧水沉淀，沉淀物经离心、洗涤、干燥、焙烧后制得的催化剂，该催化剂低温活性较高，

且成本较低。

[0007] 在公开号为CN102266761A，名称为“一种基于TiO2-ZrO2复合载体的SCR  烟气脱硝

催化剂及其制备方法”的发明申请中公开了一种采用纳米TiO2-ZrO2复合载体代替传统的

TiO2制得的脱硝催化剂，该复合载体增加了催化剂的比表面积、热稳定性和酸性，提高了催

化剂的脱硝活性。

[0008] 在公开号为US4176089的美国专利文本件中公开了一种以SiO2-TiO2复合氧化物为

载体的脱硝催化剂制备方法，该方法将钛和硅的纯盐混合、水解后，进行共沉淀操作，经过

过滤，干燥和焙烧后制的复合氧化物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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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09] 发明目的：本发明的第一目的是提供一种具有比表面积大、活性温度窗口宽、传质

性能好、热稳定性和水热稳定性强以及脱硝效率高的以SBA-15/TiO2为载体的脱硝催化剂；

本发明的第二目的是提供该脱硝催化剂的制备方法。

[0010] 技术方案：本发明以SBA-15/TiO2为载体制得的脱硝催化剂，按质量分数包括如下

组分：SBA-15分子筛36～85wt％、TiO2  10～40wt％、V2O5  0.1～1wt％、活性助剂1～10wt％、

玻璃纤维1～8wt％以及成型助剂0.5～5wt％，其中，所述SBA-15  分子筛骨架中包含0.01～

10wt％稀土金属；优选的，本发明的脱硝催化剂的组分含量可为：SBA-15分子筛45～

80wt％、TiO2  15～35wt％、活性组分0.1～1wt％、活性助剂1～10wt％、玻璃纤维1～8wt％

以及成型助剂0.5～5wt％。

[0011] 本发明的SBA-15分子筛骨架中包含稀土金属，能够有效改善SBA-15分子筛的表面

酸性、热稳定性及水热稳定性，有利于脱硝反应的进行，优选的，SBA-15  分子筛骨架中稀土

金属至少包含La、Ce、Pr、Nd、Pm、Sm、Sc或Y中的一种，其含量可为0.1～5wt％。

[0012] 本发明添加活性助剂可以进一步提高催化剂的脱硝效率和抗中毒性能，拓宽催化

剂的脱硝活性温度窗口，其优选可为WO3、MoO3、Cr2O3、MnO2或SnO2中的一种或几种；添加成型

助剂可以改善催化剂的混捏、涂覆效果，其优选可为聚乙烯醇、羧甲基纤维素或羟丙基纤维

素中的一种或几种。

[0013] 本发明制备以SBA-15/TiO2为载体的脱硝催化剂的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14] (1)采用水热合成法制得骨架含稀土金属0.01～10wt％的SBA-15分子筛；

[0015] (2)按质量分数称量TiO2的前驱体钛盐溶液以及上述制得的分子筛，将钛盐溶液

和电解质溶液混合后，向其中加入分子筛浸渍，陈化5～24h后，将混合液转移至水热釜中，

再在160～220℃条件下反应4～8h，经过滤、洗涤、干燥、焙烧后，即制得SBA-15/TiO2载体，

其中，TiO2均匀分散在SBA-15分子筛孔道内部；优选的，本发明的陈化时间可为8～20h，钛

盐可为硫酸钛、硫酸氧钛或四氯化钛，电解质可为氯化钠或氟化钾。

[0016] (3)按质量百分数称量V2O5的前驱体偏钒酸铵、活性助剂前驱体、玻璃纤维以及成

型助剂，将偏钒酸铵配制成溶液与活性助剂前驱体水溶液混匀后，加入上述制得的载体，浸

渍，制得脱硝催化剂浆料，将该浆料与玻璃纤维以及成型助剂混匀，经干燥，焙烧后，即制得

以SBA-15/TiO2为载体的脱硝催化剂。

[0017] 进一步说，本发明采用水热合成法制备骨架含稀土金属的SBA-15分子筛的方法包

括如下步骤：将三嵌段共聚物P123溶于盐酸溶液中，随后，依次加入稀土金属的硝酸盐溶液

和正硅酸乙酯，搅拌1～2h，后将混合液转移至内衬聚四氟乙烯的水热釜中，100～150℃晶

化20～40h，冷却后过滤，经水洗、乙醇洗涤后，  80～150℃烘干2～6h，450～550℃焙烧3～

8h，得骨架含稀土金属的SBA-15分子筛。

[0018] 有益效果：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显著优点为以SBA-15/TiO2为载体制得SCR

脱硝催化剂，该脱硝催化剂的比表面积大、传质性能好、热稳定性和水热稳定性强、活性温

度窗口宽、脱硝效率高，且催化剂寿命长；同时，本发明的制备方法简单，可操作性强，降低

了生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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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说明。

[0020] 实施例1

[0021] 以多嵌段共聚物P123为模板剂，正硅酸乙酯为硅源，硝酸镧为La前驱体，用盐酸调

节pH值，采用水热合成法制备骨架含稀土金属元素La的SBA-15分子筛，基于SBA-15分子筛

的质量计算，稀土金属元素La的质量百分含量为5wt％；其中，水热合成法的具体步骤为：将

三嵌段共聚物P123溶于盐酸溶液中，随后，依次加入硝酸镧溶液和正硅酸乙酯，搅拌1h后，

将混合液转移至内衬聚四氟乙烯的水热釜中，100℃晶化20h，冷却后过滤，经水洗、乙醇洗

涤后，80℃烘干  2h，450℃焙烧3h，制得骨架含稀土金属的SBA-15分子筛。

[0022] 将骨架含稀土金属元素La的SBA-15分子筛在60℃下，浸渍在含四氯化钛和氯化钠

的混合水溶液中8h，冷却至室温后，陈化20h，然后将混合液转移至内衬聚四氟乙烯的水热

釜中，160℃维持8h，冷却至室温后，经过滤、去离子水洗涤，90℃干燥4h，480℃焙烧7h后，制

得SBA-15/TiO2载体，随后，在60℃下，浸渍偏钒酸铵的草酸溶液与偏钨酸铵水溶液所组成

的混合溶液中8h，制得脱硝催化剂浆料，再将脱硝催化剂浆料与玻璃纤维、聚乙烯醇混合均

匀后，涂覆在不锈钢钢网上，于90℃下干燥4h，480℃空气气氛下焙烧7h，即制得以SBA-15/

TiO2为载体的脱硝催化剂。

[0023] 其中，基于脱硝催化剂的质量计算，SBA-15的质量百分含量为45.5％，TiO2的质量

百分含量为40wt％，V2O5的质量百分含量为0.5wt％，WO3的质量百分含量为8wt％，玻璃纤维

的质量百分含量为1wt％，聚乙烯醇的质量百分含量为  5wt％。

[0024] 将上述制得的脱硝催化剂放入固定床微型反应器内进行评价，该反应器中的温度

为400℃，模拟烟气组成为NO浓度为450ppm，NH3浓度为450ppm，O2含量为5％，水蒸气含量为

5％，其余为N2，气体体积空速30000h-1，且进口处  NO浓度通过烟气分析仪检测。

[0025] 实施例2

[0026] 设计对比试验，基本步骤与实施例1相同，不同之处在于采用的载体为包含稀土金

属元素La的SBA-15载体，而非SBA-15/TiO2复合载体，具体步骤为：以多嵌段共聚物P123为

模板剂，正硅酸乙酯为硅源，硝酸镧为La前驱体，用盐酸调节pH值，采用水热合成法制备骨

架含稀土金属元素La的SBA-15分子筛，基于SBA-15分子筛的质量计算，稀土金属元素La的

质量百分含量为5wt％；其中，水热合成法的具体步骤为：将三嵌段共聚物P123溶于盐酸溶

液中，随后，依次加入硝酸镧溶液和正硅酸乙酯，搅拌1h后，将混合液转移至内衬聚四氟乙

烯的水热釜中，100℃晶化20h，冷却后过滤，经水洗、乙醇洗涤后，80℃烘干  2h，450℃焙烧

3h，制得骨架含稀土金属La的SBA-15分子筛。

[0027] 将骨架含稀土金属元素La的SBA-15分子筛在60℃下，浸渍偏钒酸铵的草酸溶液与

偏钨酸铵水溶液所组成的混合溶液中8h，得脱硝催化剂浆料，再将脱硝催化剂浆料与玻璃

纤维、聚乙烯醇混合均匀后，涂覆在不锈钢钢网上，于90℃下干燥4h，480℃空气气氛下焙烧

7h，即制得以SBA-15分子筛为载体的脱硝催化剂。

[0028] 其中，基于脱硝催化剂的质量计算，SBA-15分子筛的质量百分含量为85.5  wt％，

活性组分V2O5的质量百分含量为0.5wt％，聚乙烯醇的质量百分含量为  8wt％，玻璃纤维的

质量百分含量为1wt％，成型助剂的质量百分含量为5wt％。

[0029] 将上述制得的脱硝催化剂放入固定床微型反应器内进行评价，该反应器中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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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400℃，模拟烟气组成为NO浓度为450ppm，NH3浓度为450ppm，O2含量为5％，水蒸气含量为

5％，其余为N2，气体体积空速30000h-1，且进口处  NO浓度通过烟气分析仪检测。

[0030] 实施例3

[0031] 设计对比实验，基本步骤与实施例1基本相同，不同之处在于采用机械法制备SBA-

15/TiO2载体，具体步骤为：

[0032] 以多嵌段共聚物P123为模板剂，正硅酸乙酯为硅源，硝酸镧为La前驱体，用盐酸调

节pH值，采用水热合成法制备骨架含稀土金属元素La的SBA-15分子筛，基于SBA-15分子筛

的质量计算，稀土金属元素La的质量百分含量为5wt％；其中，水热合成法的具体步骤为：将

三嵌段共聚物P123溶于盐酸溶液中，随后，依次加入硝酸镧溶液和正硅酸乙酯，搅拌1h后，

将混合液转移至内衬聚四氟乙烯的水热釜中，100℃晶化20h，冷却后过滤，经水洗、乙醇洗

涤后，80℃烘干  2h，450℃焙烧3h，制得骨架含稀土金属La的SBA-15分子筛。

[0033] 将骨架含稀土金属元素La的SBA-15分子筛与一定量的TiO2机械混合均匀后，在60

℃下，浸渍偏钒酸铵的草酸溶液与偏钨酸铵水溶液所组成的混合溶液中8h，得脱硝催化剂

浆料，再将脱硝催化剂浆料与玻璃纤维、聚乙烯醇混合均匀后，涂覆在不锈钢钢网上，于90

℃下干燥4h，480℃空气气氛下焙烧7h，即得以SBA-15/TiO2为载体的脱硝催化剂。

[0034] 其中，基于SBA-15/TiO2载体的质量计算，SBA-15分子筛的质量百分含量为

45.5wt％，TiO2的质量百分含量为40wt％，活性组分V2O5的质量百分含量为  0.5wt％，WO3的

质量百分含量为8wt％，玻璃纤维的质量百分含量为1wt％，成型助剂的质量百分含量为

5wt％。

[0035] 将上述制得的脱硝催化剂放入固定床微型反应器内进行评价，该反应器中的温度

为400℃，模拟烟气组成为NO浓度为450ppm，NH3浓度为450ppm，O2含量为5％，水蒸气含量为

5％，其余为N2，气体体积空速30000h-1，且进口处  NO浓度通过烟气分析仪检测。

[0036] 实施例4

[0037] 设计对比实验，基本步骤与实施例1相同，不同之处在于采用浸渍法制备  SBA-15/

TiO2载体，具体步骤为：

[0038] 以多嵌段共聚物P123为模板剂，正硅酸乙酯为硅源，硝酸镧为La前驱体，用盐酸调

节pH值，采用水热合成法制备骨架含稀土金属元素La的SBA-15分子筛，基于SBA-15分子筛

的质量计算，稀土金属元素La的质量百分含量为5wt％；其中，水热合成法的具体步骤为：将

三嵌段共聚物P123溶于盐酸溶液中，随后，依次加入硝酸镧溶液和正硅酸乙酯，搅拌1h后，

将混合液转移至内衬聚四氟乙烯的水热釜中，100℃晶化20h，冷却后过滤，经水洗、乙醇洗

涤后，80℃烘干  2h，450℃焙烧3h，制得骨架含稀土金属La的SBA-15分子筛。

[0039] 将骨架含稀土金属元素La的SBA-15分子筛在60℃下，浸渍在含四氯化钛的混合水

溶液中8h，在890℃下干燥48h，480℃下焙烧7h，即制得SBA-15/TiO2载体。

[0040] 其中，基于脱硝催化剂的质量计算，SBA-15的质量百分含量为45.5％，TiO2的质量

百分含量为40wt％，V2O5的质量百分含量为0.5wt％，WO3的质量百分含量为8wt％，玻璃纤维

的质量百分含量为1wt％，聚乙烯醇的质量百分含量为  5wt％。

[0041] 将上述制得的脱硝催化剂放入固定床微型反应器内进行评价，该反应器中的温度

为400℃，模拟烟气组成为NO浓度为450ppm，NH3浓度为450ppm，O2含量为5％，水蒸气含量为

5％，其余为N2，气体体积空速30000h-1，且进口处  NO浓度通过烟气分析仪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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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2] 实施例1-4的实验结果如表1所述。

[0043] 表1实施1-4制得的脱硝催化剂的脱硝效率对照表

[0044]

[0045]

[0046] 由表1可知，实施例1制得的脱硝催化剂的脱硝率远高于实施例2-4制备的脱硝催

化剂的脱硝率。本发明采用的SBA-15/TiO2复合载体相对于实施例2采用的SBA-15载体而

言，该复合载体不仅具有大的比表面积，有利于活性组分V2O5的高度分散，而且其气体吸附

性高、传质性能好，适用于较大空速的脱硝反应条件；相对于实施例3-5的复合载体的制备

方法而言，本发明采用不同于常规的机械混合、浸渍法制备SBA-15/TiO2复合载体，能够使

得TiO2均匀地分散在SBA-15  孔道内部，从而在高温、含水蒸汽的SCR脱硝反应条件下，可以

有效地抑制TiO2晶粒的团聚、烧结，使得脱硝催化剂热稳定性和水热稳定性增强，脱硝效率

提高，寿命增长。

[0047] 实施例5

[0048] 设计对比实施例，基本步骤与实施例1相同，不同之处在于采用的  SBA-15/TiO2复

合载体中不含包稀土金属，制得的脱硝催化剂的性能如表2所示。

[0049] 表2实施1和5制得的脱硝催化剂的脱硝效率对照表

[0050]

[0051] 由表2可知，实施例1制得脱硝催化剂的脱硝率远高于实施例5制得的脱硝催化剂

的脱硝率，这是由于采用的SBA-15分子筛的骨架中含有稀土元素，不仅改善了SBA-15分子

筛的表面酸性和热稳定性，有利于脱硝反应的进行，提高了脱硝效率，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

增强了脱硝催化剂的低温催化性能。

[0052] 实施例6

[0053] 以多嵌段共聚物P123为模板剂，正硅酸乙酯为硅源，硝酸铈为Ce前驱体，用盐酸调

节pH值，采用水热合成法制备骨架含稀土金属元素Ce的SBA-15分子筛，基于SBA-15分子筛

的质量计算，稀土金属元素Ce的质量百分含量为  1wt％；其中，水热合成法的具体步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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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三嵌段共聚物P123溶于盐酸溶液中，随后，依次加入硝酸镧溶液和正硅酸乙酯，搅拌2h

后，将混合液转移至内衬聚四氟乙烯的水热釜中，150℃晶化40h，冷却后过滤，经水洗、乙醇

洗涤后，150℃烘干6h，550℃焙烧8h，制得骨架含稀土金属Ce的SBA-15分子筛。

[0054] 将骨架含稀土金属元素Ce的SBA-15分子筛在80℃下，浸渍在含硫酸钛和氟化钾的

混合水溶液中4h，冷却至室温后，陈化8h，然后将混合液转移至水热釜中，220℃维持4h，冷

却至室温后，经过滤、去离子水洗涤，70℃干燥8h，520℃焙烧5h后，制得SBA-15/TiO2载体，

随后，在80℃下，浸渍V2O5的前驱体偏钒酸铵的草酸溶液与MoO3的前驱体七钼酸铵水溶液所

组成的混合溶液中4h，得脱硝催化剂浆料，再将脱硝催化剂浆料与玻璃纤维、羧甲基纤维素

混合均匀后，涂覆在不锈钢钢网上，于70℃下干燥8h，520℃空气气氛下焙烧5h，即制得以 

SBA-15/TiO2为载体的脱硝催化剂。

[0055] 其中，基于脱硝催化剂的质量计算，SBA-15分子筛的质量百分含量为54.8  wt％，

TiO2的质量百分含量为30wt％，活性组分V2O5的质量百分含量为0.2wt％，  MoO3的质量百分

含量为10wt％，玻璃纤维的质量百分含量为4wt％，成型助剂的质量百分含量为1wt％。

[0056] 将上述制得的脱硝催化剂放入固定床微型反应器内进行评价，该反应器中的温度

为400℃，模拟烟气组成为NO浓度为450ppm，NH3浓度为450ppm，O2含量为5％，水蒸气含量为

5％，其余为N2，气体体积空速30000h-1，且进口处  NO浓度通过烟气分析仪检测。

[0057] 实施例7

[0058] 以多嵌段共聚物P123为模板剂，正硅酸乙酯为硅源，硝酸镨、硝酸钕以及硝酸钷分

别为Pr、Nd以及Pm前驱体，用盐酸调节pH值，采用水热合成法制备骨架含稀土金属元素Pr的

SBA-15分子筛，基于SBA-15分子筛的质量计算，稀土金属元素Pr的质量百分含量为3wt％；

其中，水热合成法的具体步骤为：将三嵌段共聚物P123溶于盐酸溶液中，随后，依次加入硝

酸镧溶液和正硅酸乙酯，搅拌2h后，将混合液转移至内衬聚四氟乙烯的水热釜中，150℃晶

化40h，冷却后过滤，经水洗、乙醇洗涤后，150℃烘干6h，550℃焙烧8h，制得骨架含稀土金属

Pr的SBA-15分子筛。

[0059] 将骨架含稀土金属元素Ce的SBA-15分子筛在70℃下，浸渍在含硫酸氧钛和氟化钾

的混合水溶液中6h，冷却至室温后，陈化15h，然后将混合液转移至水热釜中，180℃维持6h，

冷却至室温后，经过滤、去离子水洗涤，80℃干燥6h，  500℃焙烧6h后，制得SBA-15/TiO2载

体，随后，在70℃下，浸渍偏钒酸铵的草酸溶液与硝酸锰水溶液所组成的混合溶液中6h，得

脱硝催化剂浆料，再将脱硝催化剂浆料与玻璃纤维、羟丙基纤维素混合均匀后，涂覆在不锈

钢钢网上，于  80℃下干燥6h，500℃空气气氛下焙烧6h，即制得以SBA-15/TiO2为载体的脱

硝催化剂。

[0060] 其中，基于SBA-15/TiO2载体的质量计算，SBA-15分子筛的质量百分含量为

74.7wt％，TiO2的质量百分含量为10wt％，活性组分V2O5的质量百分含量为  0.8wt％，MnO2

的质量百分含量为6wt％，玻璃纤维的质量百分含量为8wt％，成型助剂的质量百分含量为

0.5wt％。

[0061] 将上述制得的脱硝催化剂放入固定床微型反应器内进行评价，该反应器中的温度

为400℃，模拟烟气组成为NO浓度为450ppm，NH3浓度为450ppm，O2含量为5％，水蒸气含量为

5％，其余为N2，气体体积空速30000h-1，且进口处  NO浓度通过烟气分析仪检测。

[0062] 实施例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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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3] 以多嵌段共聚物P123为模板剂，正硅酸乙酯为硅源，硝酸镧、硝酸铈、硝酸钐、硝酸

钪以及硝酸钇分别为La、Ce、Sm、Sc以及Y的前驱体，用盐酸调节pH值，采用水热合成法制备

骨架含稀土金属元素La、Ce、Sm、Sc以及Y的  SBA-15分子筛，基于SBA-15分子筛的质量计算，

稀土金属元素La、Ce、Sm、  Sc以及Y的质量百分含量为4wt％。

[0064] 将骨架含稀土金属元素La、Ce、Sm、Sc以及Y的SBA-15分子筛在80℃下，浸渍在含硫

酸钛和氟化钾的混合水溶液中5h，冷却至室温后，陈化18h，然后将混合液转移至水热釜中，

200℃维持5h，冷却至室温后，经过滤、去离子水洗涤，80℃干燥5h，510℃焙烧5.5h后，制得

SBA-15/TiO2载体，随后，在80℃下，浸渍偏钒酸铵的草酸溶液与硝酸铬水溶液以及硝酸锡

水溶液所组成的混合溶液中5h，得脱硝催化剂浆料，再将脱硝催化剂浆料与玻璃纤维、羟丙

基纤维素以及聚乙烯醇混合均匀后，涂覆在不锈钢钢网上，于80℃下干燥5h，500℃空气气

氛下焙烧6h，即制得以SBA-15/TiO2为载体的脱硝催化剂。

[0065] 其中，基于SBA-15/TiO2载体的质量计算，SBA-15分子筛的质量百分含量为

70wt％，TiO2的质量百分含量为20wt％，活性组分V2O5的质量百分含量为  1wt％，Cr2O3和

SnO2的质量百分含量为1wt％，玻璃纤维的质量百分含量为5wt％，成型助剂(羟丙基纤维素

以及聚乙烯醇)的质量百分含量为3wt％。

[0066] 将上述制得的脱硝催化剂放入固定床微型反应器内进行评价，该反应器中的温度

为400℃，模拟烟气组成为NO浓度为450ppm，NH3浓度为450ppm，O2含量为5％，水蒸气含量为

5％，其余为N2，气体体积空速30000h-1，且进口处NO浓度通过烟气分析仪检测。

[0067] 实施例6-8的实验结果如表3所述。

[0068] 表3实施6-8制得的脱硝催化剂的脱硝效率对照表

[0069]

[0070] 由表4可知，本发明制得的以SBA-15/TiO2为载体的脱硝催化剂具有高脱硝率，且

该脱硝催化剂的比表面积大、传质性能好、热稳定性和水热稳定性强、活性温度窗口宽以及

催化剂寿命长。

[0071] 实施例9

[0072] 设计7组平行实验，陈化的时间分别为4h、5h、8h、15h、20h、24h、25h，其他步骤与实

施例1相同，获得的结果如表4所示。

[0073] 表4不同的陈化时间制得的脱硝催化剂的脱硝率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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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4]

[0075] 由表1可知，第2～5组制得的脱硝催化剂的脱硝率明显高于第1、7组制得的脱硝催

化剂的脱硝率，其中，以陈化时间为8～20h，制得的脱硝催化剂的脱硝率最佳，这是由于陈

化时间过短，影响钛盐前驱体的有效分散，陈化时间超过  20h，对于脱硝效率的影响较低。

[0076] 实施例10

[0077] 基本步骤与实施例1相同，不同之处在于催化剂的组分含量为SBA-15分子筛

36wt％、TiO2  40wt％、V2O5  1wt％、活性助剂10wt％、玻璃纤维8wt％以及成型助剂5wt％。

[0078] 实施例11

[0079] 基本步骤与实施例1相同，不同之处在于催化剂的组分含量为SBA-15分子筛

85wt％、TiO2  10wt％、V2O5  0 .1wt％、活性助剂1wt％、玻璃纤维1wt％以及成型助剂

2.9wt％。

[0080] 实施例12

[0081] 基本步骤与实施例1相同，不同之处在于催化剂的组分含量为SBA-15分子筛

45wt％、TiO2  35wt％、V2O5  0 .5wt％、活性助剂10wt％、玻璃纤维4.5wt％以及成型助剂

5wt％；

[0082] 实施例13

[0083] 基本步骤与实施例1相同，不同之处在于催化剂的组分含量为SBA-15分子筛

80wt％、TiO2  15wt％、V2O5  0 .1wt％、活性助剂1wt％、玻璃纤维3.4wt％以及成型助剂

0.5wt％。

[0084] 实施例14

[0085] 基本步骤与实施例1相同，不同之处在于催化剂的组分含量为SBA-15分子筛

30wt％、TiO2  50wt％、V2O5  2wt％、活性助剂12wt％、玻璃纤维0.5wt％以及成型助剂

5.5wt％。

[0086] 实施例15

[0087] 基本步骤与实施例1相同，不同之处在于催化剂的组分含量为SBA-15分子筛

90wt％、TiO2  5wt％、V2O5  3 .6wt％、活性助剂0.5wt％、玻璃纤维0.5wt％以及成型助剂

0.4wt％。

[0088] 实施例10-15制得的脱硝催化剂的性能结果如表5所示。

[0089] 表5实施例10-15制得的脱硝催化剂的性能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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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0]

[0091] 由表1可知，实施例10-13制得的脱硝催化剂的脱硝率明显高于实施例14  和15，其

中，以实施例12和实施例13制得的脱硝催化剂的脱硝率最佳，这是由于一方面TiO2和SBA-

15分子筛的配比之间存在一定的要求，若TiO2过量，则不能保证TiO2全部分散在SBA-15孔道

内部，若SBA-15分子筛过量，则载体的热稳定性和水热稳定性不佳；另一方面，玻璃纤维的

含量也应适中，若其含量较高，则会覆盖了部分活性金属。

[0092] 实施例11

[0093] 设计9组平行实验，制备的SBA-15分子筛骨架中的稀土金属La的含量分别为

0.005wt％、0.01wt％、0.05wt％、0.1wt％、3wt％、5wt％、8wt％、10wt％、  11wt％，其余步骤

与实施例1相同，制得的脱硝催化剂的性能如表6所示。

[0094] 表6不同的稀土金属含量制得的脱硝催化剂的性能对照表

[0095]

[0096] 由表6可知，第2-8组制得脱硝催化剂的脱硝率和性能要优于第1和9组制得的脱硝

催化剂的脱硝率和性能，其中，以稀土金属的含量为0.1～5％时，制得的脱硝催化剂的性能

最佳，这是由于当稀土金属La含量小于0.01％时，复合载体的热稳定性和水热稳定性较差，

影响了催化剂的脱硝效率，当稀土金属La含量大于10％时，SBA-15骨架结构不稳定。

[0097] 实施例12

[0098] 设计6组平行实验，步骤(2)中，反应的温度分别为150℃、160℃、180℃、  200℃、

220℃、230℃，其余步骤与实施例1相同，制得的脱硝催化剂的性能如表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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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9] 表7步骤(2)中不同的反应温度制得的脱硝催化剂的性能对照表

[0100]

[0101] 由表7可知，第2-％组制得的脱硝催化剂的脱硝率和性能优于第1和6组的脱硝率

和性能，这是由于当反应温度低于160℃时，TiO2不能充分分散在SBA-15  孔道内；当反应温

度高于220℃时，TiO2开始团聚，不利于催化剂活性组分的负载和分散。

[0102] 实施例13

[0103] 设计5组平行实验，步骤(2)中反应的时间分别为3h、4h、6h、8h、9h，制得的脱硝催

化剂的性能如表8所示。

[0104] 表8步骤(2)中不同的反应时间制得的脱硝催化剂的性能对照表

[0105]

[0106] 由表8可知，第2～4组制得的脱硝催化剂的脱硝率和性能优于第1和5组的脱硝率

和性能，这是由于当反应时间低于4h，TiO2不能充分分散在SBA-15孔道内；当反应时间高于

8h，TiO2有开始团聚，不利于催化剂活性组分的负载和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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